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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建筑？

景观设计？

中国传统建筑或是城市聚落的附属点缀衬托？“庭”非“园”

中国园林——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品。

什么是园林？



英国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的《比较法世界建筑史》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
od (1895), written with his son.)一书中扉页的插图
“建筑之树”。



－ 独立的人工环境

－ 平行发展的另一个体系

－ 两种不同的目的、性格，两种对立的设计思想发展的
     一般建筑：生活起居工作场所
     园林建筑：娱乐休憩雅集场所。摆脱一般建筑的“规矩准绳”的“束缚”。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
（1934，中国建筑史学开山著作）
“......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极盛，人为之势力。向个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
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缚束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
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认为返求自然之势，人之居所，由宫室而变化至
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

一般建筑、城市：规则、对称、直线条、等级形制、条理。儒
园林建筑：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曲折，持续的，对自然的联想。道



中国园林小史

树果曰园，树菜曰圃”——《说文解字》

果园（农业生产）
兽园（农业生产）

观赏与游憩
（权贵富人）

享乐与生产兼顾
（二重身份）

仇英[明] 春夜宴桃李园图

“夜宴”：享乐
“桃李”：果树

“开琼筵以坐花，飞流觞而醉月”——李白

[汉]生活人文艺术化
       寄托情怀

宫室宅舍附属的“苑”或“园”

随农业社会的产生儿出现

[隋唐]成熟细致，出现亭台楼阁榭

摆脱形制约束的园林化建筑



中国园林小史

－最早最大的“园”：三千年前周文王[西周]的御园“灵台” (长安西北四十里)与“灵沼”(长安西三十里)
－据推测最早的人文山水风景“园”：茂陵商人袁广汉在北邝山所筑的园(刘歆《西京杂记》[汉]：“茂陵富人袁广汉...
                                                                    于北邝山下筑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历代皇帝御园：“章华台”、“丛台”[春秋战国]
                                “上林苑”[秦汉] --> 汉武帝“上林苑”增设“昆明池”军事用途
                                “樊川园”、“御宿园”[汉]
                                “芳林园”、“琼圃园”、“灵芝园”、“石祠园”[魏晋,洛阳]
                                “鸣鹄园”、“蒲萄园”、“华林园”[魏,邺都]
                                “艮岳”[北宋,汴京]
                                “颐和园”[清,乾隆]西海改称“昆明湖”用于训练水兵
－历代民间名园：“金谷园”[五代,钱氏]
                                “网师园”[宋,史氏]

受圆明园影响的英国Kew Garden
圆明三园共有园景123处，其中圆明园69处，长春园24处，绮春园30处。
总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



中国园林小史—— 与中国传统绘画文学艺术的联系，高于建筑和其他艺术形式

园林建筑通常是国人的美学观念、思想感情、艺术文学的综合体现。 古人多能诗能画能文，而又能园。

“中国人醉心于自然之美而较少着意于建筑的设计”
——弗莱彻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唐宋年间， 唐时隐逸成为风尚，许多文人造园隐居。诞生过许多著名的诗人及画家，有的还是两者兼及。这些文
人雅士通过诗词、绘画等方式，将建筑、山水、园林等的精华与意境立体而形象地展示出来。这种独特意境的创
造，既是文人艺术修养与情操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内涵，对中国建筑（特别是民间建筑）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亦成为后人理解中国建筑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们当中还有人直接参与过建筑与造园活动，按照其熟悉
的诗论或画论来建造自己心目中的建筑与园林，推动了中国造园建筑理论的确立与深化。

园林建筑史上造园活动大盛于清代。
形成有赖于明代所打下的思想上的、技术上的、艺术上的基础。
“江南园林”又是造园风气兴起的一个立足点——文人雅士争相题咏，已经成为士大夫心目中的可登大雅之堂的
高级艺术。



中国园林小史—— 繁盛时期的园子

清代定型成熟巅峰的江南园子：
拙政园——明御史王敬止退休后经营
狮子林——元菩提正宗寺演变而来
环秀山庄／颐园——五代金谷园故址改建而成
网师园——宋旧址兴建的瞿园
沧浪亭——吴越开始建园，宋时成名

明末清初名重一时的京城私园：
清华园——李伟
芍园——米万钟
半亩元——李渔

清代著名皇家园林：
颐和园
圆明三园(Garden of Gardens)——至今无人能及。。。
避暑山庄／热河行宫——始于康熙，完成于乾隆，面积为颐和园三倍
“三山”计划——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
“三海”计划——北海、中海、南海



造园学家／代表人物：
［初唐］阎立本、阎立德 初唐时期，大明宫的设计者很可能就是唐朝的著名画家阎立本。
                据《旧唐书》记载，大明宫营造期间，阎立本正担任将作大匠，专门负责皇家工程的设计和营造。
［唐］王维、白居易的“建筑意” e.g. 草堂——白居易林园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庐山草堂记》
［宋］苏轼、苏舜钦——北宋文人建筑师和民间匠师
［明］卢溶、计成、张涟——明代民宅和私家园林的设计师
［清］李渔、戈裕良、姚承祖、黎巨川——清代的民间建筑师与园林师
［明末清初］计成、文震亨、张南垣（父子）
［明末遗臣］朱舜水，易代之际，逃到日本拜师，其志未遂，代表作：东京后乐园
［明末］朱三松，竹刻家。名稚徵，号三松。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
［明］释 道济， 国变后为僧，画笔纵恣，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晚游江、淮，人争重之。
［清初］王石谷， 江苏常熟人。清代著名画家，被称为“清初画圣”。与王鉴、王时敏、王原祁合称山水画家“
四王”，论画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
［清］戈裕良， 常州人，字立三。家境清寒，年少时即帮人造园叠山。好钻研，师造化，能融泰、华、衡、雁诸
峰于胸中，所置假山，使人恍若登泰岱、履华岳，入山洞疑置身粤桂，曾创“钩带法”，使假山浑然一体，既逼
肖真山，又可坚固千年不败，驰誉大江南北。

 
可惜大多都没有文章著作记录

中国园林小史—— 造园人物



文人与园林  狮子林  设计师: 倪瓒

倪瓒（1301年—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幻霞生、荆蛮民。元代江浙行省无锡州（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是一位诗人、画家、茶人。倪瓒是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其作品以纸本水墨
为主，间用淡色。前景中的树木和空白处的楷书题款几乎成了倪瓒个人的符号。

倪瓒家本富有，收藏图书文物甚多，元末农民起义，社会动乱，他变卖田产，疏散财物，归隐泛舟五湖，达20年之
久，研究佛学，后来又入全真教出家。多交游博学多才之士，曾向黄公望请教绘画，并经常和王蒙切磋。后世将他和
黄公望、王蒙、吴镇并称为“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

倪瓒善画水墨山水画，创造“折带皴”，是平远画法的典型，取材于太湖一带平原风景，其画萧瑟幽寂，寒林浅水，
不见人踪，画出他伤时感事的心情。倪瓒以这种空旷而辽远的太湖意境征服了画坛，以致后世常有“太湖属于倪云
林”之说。

倪瓒的画“似嫩而苍”，简中寓繁，小中见大，外落寞而内蕴激情。他也善画墨竹，风格“遒逸”，瘦劲开张。画中
题咏很多。他的画由于简练，多年来伪作甚多，但不容易仿出他的萧条淡泊的气质。

倪瓒的绘画属于宋代兴起的“文人画”——通过主观的描绘表达更多的作者自身情怀，进入“有我之境”（李泽厚
语）。他将自己的画法风格和追求总结成“逸气”一语，可以说是中国画“笔墨”一说的最好代表。



文人与园林  文徵明“效果图”绘制者《拙政园三十一景》之后的重绘十二景版本 (嘉靖年间)



“宫”和“苑”，“宅”和“园”并举；组合体非混合体

皇宫、王府和民居均采用此格局－双重生活需求,缺一不可。
中国建筑和园林－一幕一幕，戏剧化层层展开的效果。

古代皇宫普遍的二重性: “前殿”（阙和台殿－严肃、等级森严）与“后
宫”(园林建筑－灵活、生活起居)
e.g. [汉]未央宫、[秦]阿房、[隋]大庆、[唐]大明、[清]紫禁城...无一例外,都
规划包含有园林建筑群。



繁盛时期——清代

避暑山庄(The Mountain Resort and its Outlying Temples, Chengde)——现存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



繁盛时期——清代

避暑山庄 水心榭



繁盛时期——清代

半亩园云荫堂   [清初]李渔



繁盛时期——清代

半亩园



繁盛时期——清代 半亩园



园之布局图解：

“囗”——音和意都同“围”，围墙。
“土”——形似屋宇平面，亭榭。
“口”——居中为池，古代造园以水为中。
“𧘇”——园中点缀，山石树木。

绕“池”生出廊、桥、亭、榭等园林元素。

日本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庭院，屋宇之前为池，池前为山，与“园”
之意非常相似。

富有诗情画意的综合艺术品——叠山理水需要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



小园——園



上海松江颐园——最小园

位于松江“上海最小公园”之称。 始建于明末，原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的宅园。 小则小矣，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不但古代园林应有的物件一应俱全，还有个号称保留明代戏楼最完整的地方 。
颐园，听说曾是明代某文人的私家居处颐园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占地两亩多，是上海现存最小的迷你园
林。园子虽小，但山、池、桥、楼、阁、斋、舫、榭、廊、古树、翠竹一应俱全。

“颐园听雨”是松江二十四景之一。
黄石假山是松江籍叠石名匠张南垣的作品。



日本平安时期 寝殿造典型庭院

南面花园

人工湖

中岛

对屋

回廊

钓殿

泉殿

回廊

对屋寝殿



大园
－園+園+園+園
－大园包小园
－大湖包小湖



[清]浙江海盐徐用仪徐园 

大园包小园

徐家花园，是清朝光绪年间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兵部
尚书的海盐人徐用仪（1826—1900）的私家园林。此园建
于清朝道光至咸丰年间，于1938年5月被侵占海盐的日军纵
火烧毁消失。



西湖“三潭印月”—— 著名的水上园林景观
南宋”西湖十景”之一，西湖外湖西南部的小瀛洲岛及岛南局部水域，
，范围约7.67公顷，以月夜里在岛上赏月、塔、湖的相互映照，引发禅境思考和感悟为主题。
该景观单元原指北宋时西湖中为限定水域禁植区所立的三个标志石塔、与湖水和明月共同构成的相互映衬的景观，宋后三塔
废毁，随历代西湖疏浚工程的开展和堤岛格局沿革，在明代演变为水上园林小瀛洲岛及其南侧湖面上的三塔景观，该景观在
清代康乾年间（17-18世纪）经重点维修，留存至今。

大湖包小湖



设计思想和意念

虚实呼应
大小对比
高下相称

“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
周回曲折四字也”——《浮生六记》
“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
构。”——《履园业话》

童寯《江南园林志》中的三境界：
第一，疏密得宜
第二，曲折尽致
第三，眼前有景



什么是好园？
——能勾起游兴，且得体的园子



怎么看？



造园手法

“造园如演折子戏，每个演员演来不同。”

江南园林大多都是运用假山与建筑相对和互相更换的原则。

层次（深远）、时间、空间、视觉、声觉、嗅觉

仰与俯
“小红桥外小红亭，小红亭畔、高柳万蝉声。”
“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一丘藏曲折，缓步百跻攀”
手法：山际安亭，水边留矶。

曲与直
手法： 曲桥直墙
桥低于两岸，为凌波之意

借与时
借——因地制宜，匠心独具，园外有园。《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时——景外有景，花影、树影、云影、水影、风声、水声、鸟语、花香

“建亭须略低山巅，植树不易峰尖，山露脚而不露顶，露顶而不露脚，大树见梢不见根，
见根不见梢”——《说园》



观看与尺寸

静观、动观事造园首要考虑的，即立意在先，文循意出。
静观：园中予游者躲驻足的观赏点。
动观：要有较长的游览线。

小园：多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庭院专主静观。
大园：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



要素——屋宇

亭 Pavilion （有顶无墙，供休息用的构筑物 。《园冶》中说：“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e.g. 晴雨亭，待霜亭
榭 Waterside pavilion （水边供休息或赏景的亭子，常环绕低平栏杆）e.g. 芙蓉榭
轩 Small windowed house （有窗的小屋子）e.g. 听雨轩，九狮轩
阁 Tower with empty base （架空的小楼房，古时常做闺房）e.g. 浮翠阁
舫 On-water boat-shaped house （仿照船的造型建在园林水面上的建筑物）e.g. 香洲
廊 Covered corridor （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过道）
馆 Guest house （招待宾客居住的房屋）
厅 Reception hall （聚会，招待客人的大房间）三十六鸳鸯厅
堂 Hall （正房，旧时官府举行仪式的地方）e.g. 远香堂，延碧堂
楼 Stored building （两层以上的房屋）e.g. 见山楼，倒影楼
台 Platform （赏景活动之用，置建亭榭之平台构筑物）
桥 Bridge （连接小溪或水池两边的构筑物）
墙 Wall （围绕部分庭院的构筑物）
坞 Sunken area （地势周围高中央凹的地方）e.g. 海棠春坞
簃 Side room (阁边小屋之意，观赏花卉之所) e.g. 香玉簃(台湾林本源園邸)

建筑
中国木构建筑，体型上有其个性和局限性，殿是殿，亭是亭，
皆有一定的尺度，放大缩小各有范畴。若平面使用不够，通常
是几个建筑相连，或几座建筑物以廊庑相连成为一组。

私家园林，必先造花厅，然后布置树石，边造边拆，边拆边
改，翻工多次。园林建筑多敞口，敞口建筑重线条轮廓。



题辞点景——“点景”（赏景的说明书）
“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
山水，也断不能生色。”《红楼梦》

花木栽植——有藏有露。原则： 突出画意。“窗外花树一角，即折枝尺幅，山间古树三五，幽篁一丛，乃模拟枯木竹石
图。”重姿态，不讲品种，和盆栽一样，能“入画”。 每个园有自己的个性。，植物也要有地方特色，而且土生土长的树木
易存活，长得快。所谓“园以景胜，景因园异”。
桂树——花滋而馥郁，秋日香溢不散。小园宜围墙。
芭蕉——忌风碎叶，多栽植于墙根屋角。
牡丹——向阳斯盛，多植于主厅之南、山下的花台之上。e.g. 牡丹台
白皮松——体型松秀，株干古拙，少年老成
杨柳——叶重枝密有姿态，濒水，宜群栽。少透漏，一般小园少见。
桃树——宜群栽远观，绿茵繁花。《桃花源记》“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梅树—— 在园林山坞、山坡、水涯、溪畔、亭榭台阁旁成片植栽，“梅坞”、“梅溪”、“梅岭”、“梅阁”、“梅亭”等
玉兰——适宜庭园栽植， 常植于庭前、岩际、栏周、窗前、路旁。 e.g. 玉兰堂
盆栽——小中见大。一本、二盆、三架。宜静观，须孤赏。
＊小园树宜落叶疏松，取空透，见四季；大园宜常绿，守岁寒。

家具——屋肚肠、胸中墨
因易损伤，家具多古朴，以石凳、石桌、砖面家具。
有门窗的厅堂轩斋里，多配精细装修，家具多红木、紫檀、楠木、花梨，夏天多用藤棚椅面。

山石贵丘壑
黄石，浑厚中见空灵，忌少变化。叠石面面有情，多转折。
湖石，空灵中见浑厚，忌太琐碎。叠石宛转多姿，少做作。
明代多黄石，简洁、重拙、自然。（上海豫园大假山）
清代多湖石，和山水画作多繁复，建筑多装饰很有关系。
叠石法严格，互不通用。

要素——花木池鱼、叠石题辞



含蓄隐喻反语，渐入佳境

水中鱼的隐现

熊猫馆以竹林引胜

假山的“旱园水做”之法
园中无水，利用假山起伏，平地低降，出现对比。
造成“无水而有池意，故云水做”



构图原则，布局和平面构成

传统组合以内向为主

四合院
典型背朝外面向内的布局

大型皇家园林也不例外
追求空间和气氛上的对比

中小型园子的布局
以水池为中心的向心布局

成景与借景



构图原则，布局和平面构成

沧浪亭



构图原则，布局和平面构成
排云殿、佛香阁和智慧海

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
位于松鹤斋建筑群北端的高地上
居高临下眺望离宫内外的景色
内外向布局均有，宁静观景兼得



构图原则，布局和平面构成

完全外向布局
兼顾四周景色

北海琼华岛
全园中心及制高点，以白塔为中心，四周辐射形式布局

避暑山庄小金山
地势突兀，宜于登临眺望，以金山亭为中心沿南西北三面布局



看与被看    小景

“景”的两方面需求：
- 看
- 被看

从“别有洞天”进入看
到的第一个“景”
点景之用

拙政园 与谁同坐轩



看与被看   小景

对景
轩西南面窗洞看三十六鸳鸯馆

对景
轩东北的倒影楼

窥景
轩背面透过扇面窗
窥见西北的浮翠阁



看与被看   中景

避暑山庄 烟雨楼

嘉兴南湖 烟雨楼



看与被看   中景

避暑山庄 从曲桥走向烟雨楼
绕过如意洲的建筑群后，
恰有“山穷水疑无路，柳暗花明有一寸”之感作为被看对象，沿山庄北部湖岸四周

看，均有良好的效果

作为观景点，摄取各个方向的景物



看与被看   大景

大型皇家园囿平面及体形组合
自然，无所为而为之感

从湖北岸莺啭乔木回望金山建筑群过月色江声沿湖东岸看金山建筑群

从金山望南山积雪亭

金山建筑群的看与被看

看南山积雪亭
看普宁寺

看烟雨楼

看普乐寺

看棒锤峰



宅院小清新范儿——网师园



典型的府宅园林

苏州唯一一座住宅与花园皆完整保留的花园。 
其面积（5400平方米）是狮子林的1/2，留园的1/4，拙政园的1/8。
占地面积小，容积率大，却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压抑和局促，反倒营造出一种空间之趣味，因此网师园被誉为苏州园林之“小
园极则”，园林以少胜多的典范。

网师园在苏州市阔家头巷，本宋时史氏万卷堂故址。
筑园名“渔隐”，清初归宋宗元时称“网师”。嘉庆间，园中芍药与扬州并称。道光时瞿远村增构之，遂称“瞿园”。后转
手多次。辛亥革命之后，最后归何亚农。园东部有宅数进。中部假山荷池，古树参天。西院小筑，乃画师含毫命素之所，园
宅兼具。入民国，张作霖举以赠其师张锡銮（金坡）。曾租赁与叶恭绰（遐庵）和张泽（善孖）、爰（大千）兄弟，分居宅
园。后来文物鉴赏家何亚农购得之，小有修理。 自李氏迄今，主是园者，间为画家。

网师园

小园极则。小而精，以少胜多。



网师园

“亦坐亦留之建筑多，绕池一周，有栏前细数游鱼，有亭中待月迎
风，而轩外花影移墙，峰峦当窗，宛然如画，静中生趣。”

用局部的景而非缩小。从真山真水中得到启发。
处理原则悉符画本。
网师园这里的水池仿苏州虎丘的白莲池。

模山范水



网师园——入园

“避弄”导入内厅

轿厅西面入园
网师小筑，
曲廊接四面厅

蹈和馆琴室
小山丛桂轩

照壁

西辕 东辕

轿厅

书塾

女厅 
五间且带厢
厢前种植桂树
小院宜秋。

登楼西望
可于窗前远远看到
天平山、灵岩山

从撷秀楼下楼
至竹外一枝轩
全园景色了然
取自［宋］苏轼“红头千树
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五峰书屋

集虚斋

大厅五间
三明两暗

雕镂精致的
砖门楼

轩前界以花墙（南面）
山幽桂馥，香藏不散

出水留矶，增人“浮水”之感，而亭、台、廊、
榭，无不面水，全园处处有水“可依”。
杜诗所谓“名园依绿水”。

蹈和馆琴室

小院回廊，迂徐曲
折。欲扬先抑，未
歌先敛

黄石“云岗”

濯缨水阁临流
与看松读画轩隔水
相呼应

看松读画轩
主厅前古木若虬，
老根盘结于苔石间
已有画意

随廊越坡，有
月到风来亭
可留



“小山丛桂轩”，丛丛花木与叠石，其间多桂树，
宁静安适，曲折有致，尤其金秋时节，山幽桂馥，
香藏不散，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北周文学家庚信《枯树赋》中有“小山则丛桂留
人”句，点出了此处意境，故以“小山丛桂”命
名，寓款留宾客之意。

树木栽植

古柏，一园之胜

圆柏　　
看松读画轩主厅前，南宋时期园主史正志手植
树龄900多年

去除了这些饶有画意的古木，景色顿减。
桂树



题辞点景

网师园

月到风来亭，位于彩霞池西，踞西岸水涯而建，三面环水。 
取意宋人邵雍诗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亭东二柱上，挂有清代何绍基竹对“园林到日酒初熟，庭户开
时月正圆”。 
临池西向，有粉墙若屏，风月为我所有。
向东 “涓涓流水细浸阶，凿个池儿招个月儿来、画栋频摇
动，荷蕖尽倒开。”

射鸭
东廊，系一半亭，与池西之月到风来亭相映。 
唐 王建 《宫中三台词》之八三：“鱼藻池边射鸭，
芙蓉苑里看花。” 
前蜀 花蕊夫人 《宫词》之八三：“新教内人供射
鸭，长将弓箭绕池头。”



殿春簃

涵碧泉

冷泉亭

网师园 殿春簃

一春花事，以芍药为殿，故以“殿春”名之。
小轩三间，拖一复室，竹、石、梅、蕉，隐于窗后，微阳淡抹，浅画成
图。
园小“邻虚”，顿扩空间，“透”字之妙用，于此得之。轩前面东为假
山，与其西曲廊相对。西南隅有水一泓，名“涵碧”，清澈醒人，与中部
大池有脉可通，存“水贵有源”之意。泉上构亭，名“冷泉”。
南略置峰石为殿春簃对景。余地以“花街”铺地，极平洁，与中部之利用
水池，同一原则。以整片出之，成水陆对比，前者以石点水，后者以水点
石。

与总体之利用建筑与山石之对比，相互变换。



网师园 殿春簃



网师园 冷泉亭 涵碧泉

渐入佳境，前后呼应 有此一眼，绝处逢生

冷泉亭是倚墙而筑的方形半亭。它一改以往半亭仅“省略”两只翼角的办法，让亭后墙拱起，与亭顶等高，在墙顶与亭顶相
接的地方筑脊，缓缓向下左右分张，再往上起翘。
这样，既是半亭，又有4个翼角，成双作对但又同中有异地矫翼展翅。

因涵碧泉而得名，亭中置巨大的灵壁石，形似展翅欲飞的苍鹰，黝黑光润，叩之铮琮如金玉，是灵壁石中的珍品。
在亭中“坐石可品茗，凭栏可观花”。



Astor Court of MET, NYC

“明轩”面积为400多平方米（30X13.5米），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小小的“明轩”里不仅有厅堂、半亭、
曲廊，还有峰石、碧泉。 以网师园殿春簃为模本。





小颓范儿——拙政园



大园例子：拙政园

动观妙在移步换影。 
“径缘池转，廊引人随，与‘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
瘦西湖相仿佛。”——陈从周

在娄门、齐门之间，最早唐陆鲁望故宅，在元为太宏寺。
明嘉靖初，御史王献臣（表字敬止）因寺基为别业，名拙政园，后归徐氏。
清初为海宁陈氏所得，又以添设驻防兵，改为将军府。
驻防旋撤，为兵备道行馆，后为吴三桂婿王永康所居。
康熙十八年，改为松常道署。缺裁，散为民居。乾隆初，蒋诵先购之，起为复园。袁枚为蒋姻家，屡住斯地，觞咏
极一时之盛。嘉庆中，池馆萧条，改归查瞻馀，得还旧观。嘉庆末，质于吴氏。道光时，何子贞过其地，则亭台已
多破败。咸丰间，为太平军所驻，紧笔华堂诸地，传为李秀成治事之所。太平后，易为江苏巡抚署。同治时改为八
旗奉直会馆，因而日就荒废。

“小颓风范”苍古之感
“藓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童寯

疏密得当，绮丽淡雅兼顾。



西面乾隆时期本为叶园，
光绪初张履谦（清进士）
改筑，名补园。南部长期
遭蚕食，后为天平忠王府
住宅部分。现已铲平，新
建苏州博物馆新馆。

东部本为明季王氏归田
园，已荡无一物。

晚清张之万住宅，
后为太平天国忠王府。

拙政园



拙政园中部



戴熙画拙政园图(清道光十六年1836)



设计思想和意念

original正门

翠嶂

远香堂居中，
四顾无阻

“开门见山”

玉兰堂后的
古树枯死，
今虽补植，
终失旧貌。

书房、茶室。
接待贵宾之处

绕岸边种垂柳，
春夏皆宜

“园必隔，水必
曲”水廊为盛

长廊高下曲折，题
额“柳荫路曲”

如今喧宾夺主颇似
庙堂的大门。

“梧竹幽居”亭内
四面粉墙各开月门
翠竹掩隐。匾额为
文征明题

“海棠春坞”漏窗
引小园外大园之景全园点睛

制高点

东园1950年代重建，
亭子放大，四不像了

一览无余，尺度掌握不当，
变成过道。。



曲径通幽

“好山，好山！”

“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
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

“叠翠！”
“小终南？”

“赛香炉。”

“锦嶂？”

“`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
曲径通幽处！”

“极是．
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



中园 远香堂与倚玉轩     山池开朗，眼前有景



中园  远香堂北望，山池开朗。  荷风四面亭  见山楼  雪香雲蔚亭



借景入园

倚虹亭远眺北寺塔，借景中“远借”佳例。
“空中视线走廊”，三里外的北寺塔如在园内。
塔尖倒映池中，波光塔影，有限的园林＋无穷景深。

中园  从梧竹幽居西看，南侧香洲，西面别有洞天，开阔水面，借景北寺塔



曲廊 “园必隔，水必曲”水廊为盛



别有洞天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陆游



大园包小园
水庭，旱园。



小沧浪－小飞虹  隔而不闭，视觉莫穷，空间层次无限 北边凭栏远眺，南边漏窗引景



小沧浪－小飞虹

廊桥，东接由倚玉轩南下的曲廊，西接得真亭



“月光穿竹翠玲珑”馆内横匾“玉壶冰”，取南朝鲍照诗“清如玉壶冰”
之句。与馆内冰裂纹窗格相呼应。

枇杷园－玲珑馆

海棠春坞海棠春坞

玲珑馆

听雨轩

绣绮亭

嘉实亭



枇杷园－海棠春坞    漏窗引景



玉兰堂

玉兰堂  中花园  今为贵宾接待室
独立封闭的幽静庭院，建筑高大宽敞，院落小巧精致。
南墙高耸，墙上藤草作画，墙下筑有花坛，植天竺和竹
丛，配湖石数峰，玉兰和 桂花，色、香宜人。 
曾名“笔花堂”，与文徵明故居中的“笔花堂”同名。 
“梦笔生花”也是古时文人对创作灵感的一种追寻。
读书作画之处。



拙政园

题辞点景    （耐人寻味）

荷风四面亭——中花园 四面邻水

梧竹幽居亭——中花园 四面环洞

与谁同坐轩——西花园 扇亭

楷书抱柱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
清同、光年间园为八旗奉直会馆时撰书，无款识。
对仗工稳，巧妙嵌入了半、一、三、四数字，描绘春、
夏、秋、冬四季景色。最适宜的是欣赏夏景，联语与景
观相互映照，相互生发。

清代书家赵之谦宛转流丽的隶书名联
“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
借入大自然的风月山水，写景抒情并融哲理，动静对
比，虚实相济。
升华周围的景观意境，透露山水的人文内蕴。

与谁同坐轩”匾额，取意于宋代苏轼《点绛唇.闲倚胡
床》词：“闲倚胡床，庚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
月、清风、我。”
士人隐逸林泉，孤芳自赏，只与明月、清风为伍，表现
出孤高的气质。“与谁同坐”反问,强烈互动和共鸣。

三十六鸳鸯馆
东汉时大将军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
鸯卅六对，望之灿若披锦”，馆名取其意。

小飞虹
唯一廊桥，取宋代鲍昭《白云》诗“飞虹眺秦河，泛雾
弄轻弦”而命名。

见山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留听阁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楷书抱柱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

荷风四面亭——中花园 四面邻水



“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

梧竹幽居亭——中花园 四面环洞



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词：“闲倚胡床，庚公楼外
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东园

曲廊 山池相间 秫香馆

芙蓉榭 天泉亭 重檐八角



归田园居？ 拙政园杜鹃花旅游节 -_____-|||



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



当代园林

上海盆景园、方塔园

盆景园——静观小园

浙江建德 习习山庄/石梁茶室

日本 足立美術館 （島根縣安来市）； 東福寺（京都市東山区） ；
溫山荘園 （和歌山県海南市）



红楼梦大观园

园林建筑和文学艺术相互影响最深、最显著：
红楼梦大观园[清]
对园林建筑所起的作用比技术上的专著还来的重大。

“自从曹雪芹《红楼梦》面世以来，造园几乎全以《红楼梦》大观园为蓝本。于
是大观园的造园理论，如曲折变化，高低疏密有致，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山路
婉转，水面平阔，楼台映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等，遂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造
园的发展规律了。”——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



红楼梦大观园

《红楼梦》
第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第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清］孙温绘本



红楼梦大观园

《红楼梦》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红楼梦大观园

《红楼梦》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园林文献

造园唯一文献：《园冶》 ——［明末］计成

其他参考：《一家言》李渔
                    《癸辛杂识》
                    《笠翁偶集》
                    《浮生六记》
                    《履园业话》

大多为嗜好使然，断锦孤云，不成系统。



参考资料

《说园》——陈从周
《江南园林志》——童寯
《华夏意匠》——李允鉌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彭一刚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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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白居易 《庐山草堂记》
[清]《红楼梦》 
[明]《金瓶梅》
[清]沈复 《浮生六记》 
[北宋]沈括 《梦溪笔谈 》
[南朝]《世说新语》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